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2019 年 2 月 3 日

大 埔 堂

顯現後第五主日

回應呼召、為主所用

第5期
卓廸舜會吏

作為基督徒，你知道上帝有「呼召」你嗎？你有回應上帝對你的
「呼召」嗎？
在聖經中，上帝以不同方法及在不同處境裏去呼召人作他的僕
人。從呼召亞伯蘭、摩西等及一眾先知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上帝
向人呼召的內容是清晰可見的。道成肉身的主更是面對面向人發出呼
召，並直接叫人來跟隨他。
因此，呼召從來不只是關乎牧者或預備全職事奉的人的事！正如
楊錫鏘牧師在他的著作《召命：以生命回應神的召喚》中說：
「因為上
帝的呼召不限於聖工、事奉或職業，也包括整個人的生命。召命，是
信仰核心的一個基本信念。」因此，回應呼召不只是需要頭腦上的理
性，更是有關我們在靈性上的覺醒，以及在行動上的回應。
耶利米書 1 章記載耶利米先知蒙召的經過。我們可以看到，不是
耶利米先知本身有甚麼過人之處，而是耶和華揀選他，並親自將要他
宣講的話放在他的口裏，使他成為上帝的僕人。今天，透過聖經，我
們知道上帝吩咐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大使命和大誡命，上帝已清楚
指示你和我去將福音分享給未信的人，並且要盡力愛上帝及愛所有
人。你有聽到這呼召嗎？你在靈性上有所醒覺嗎？有甚麼正在難阻你
回應並實踐上帝對你的呼召？是工作太忙嗎？是沒有動力嗎？是怯懦
嗎？還是甚麼原因呢？
神學家 R. Paul Stevens 牧師強調上帝的召命並不是要我們完成工
作，而是要我們成為一個上帝所要的人。 所以，回應呼召就是在生活
中活出屬上帝的生命，使我們成為真正的門徒，一個上帝所要的人。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3 章提醒我們要作一個真正的門徒就是要活出帶着
信望愛的生命，其中最大的是愛。現今世代充滿着不同的價值觀，使
人與人之間充滿着不安、矛盾及衝突，各種關係之間缺乏了基督的愛。
然而，呼召人的上帝，並不是要我們得着福音的好處之後就只活在自
己的安舒區當中，生命一成不變，生活過得一點也不像一個跟隨耶穌
基督的人！反而，他是呼召我們在不安之處播下平安、在有衝突之處
使關係復和、在缺乏愛之處分享基督真愛！
弟兄姊妹，別害怕回應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呼召！因為這是一個充
滿恩典的決定和行動。
「聖善的上主，求你幫助我以信心回應你的呼召，願意在生活上踏
出安舒區，時刻為你作見證，成為真正的門徒！阿們。」
全年主題：「回應主恩，靈命更新，積極裝備，喜樂侍神。」
信徒生活要素：同心敬拜．共融團契．接受栽培．殷勤事奉．委身奉獻．熱心佈道

請關閉手提電話及一切響鬧裝置。虔備心靈，準備崇拜。

主席：趙惠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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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琴：司徒廷峰弟兄

----------------主禮人及詩班進場---------------------

眾

立

-----------------《主在聖殿中》-----------------------

眾

坐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
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經

訓

------------------- 詩篇71篇5-6節 --------------------

眾

坐

主耶和華啊，你是我所盼望的；自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我自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要常常讚美你！

唱

詩

---------------------《生命之神歌》------------------

眾

立

祈

禱

-----------------------------------------------------------

眾

坐

主 禱 文

--------------《主啊！教我們禱告》-----------------

眾

坐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願人都尊崇祢聖名。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旨意運行在地上如同在天。我們日用的飲食，神祢必天天供應。
赦免我們的罪債，如同我們赦免別人的虧欠。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脫離那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唱

詩

----------------------《耶穌呼召歌》------------------

讀

經

------------------------------------------------------

眾

立

陳淑貞姊妹

耶利米記 1:4-10、路加福音 4:21-30、哥林多前書 13:1-13

獻

詩

--------------------《求作遠象歌》-------------------

講

道

回 應 詩

------ 講題：「呼召的主‧被召的生命」----- 周冠宗神學生
---------------------《求主引我歌》------------------- 眾 立

奉

------------------------《獻禮文》----------------------

獻

詩

班

眾

坐

眾

坐

(主日奉獻〜紅袋；發展專款〜藍袋)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聖

餐

-----------------鍾鳳霞牧師主禮---------------------

*歡迎凡相信耶穌並已受洗的基督徒一同領受；同時邀請慕道朋友到前面接受祝福祈禱。

祝福及差遣
家事分享

眾 立
----------------------------------------------------------------------------------------------------------- 鍾鳳霞牧師

互祝平安

-------------------《禮拜散時歌》---------------------

眾

立

散會後請留步，彼此分享代禱。
唱頌敬拜詩歌時，為表示尊崇，我們多鼓勵會眾站立，唯與會者可按需要自由選擇站立或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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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詩 
《生命之神歌》(普天頌讚 34 首)
1. 生命之神，經過漫漫長年，我信靠祢；
過去時光，經歷希望憂艱，主手扶持，
每過一天，清晨之幕揭開，主恩主德，永不落空失敗。
2. 往昔之神，今生在祢手裡，作我倚靠；
憑信領我到主應許美地，作我引導。
有祢賜福黑暗放射亮光；信心所望，憧憬變作真象。
3. 來日之神，前路雖然渺茫，我跟隨祢；
當我強壯，莫離我獨徬徨，靠主藉慰。
在生年日，求作我每日糧；渡過此生，作我心真家鄉。阿們。
《耶穌呼召歌》(普天頌讚 383 首)
1. 浪倒風嘯，耶穌呼召；渡苦海，主為先導；
主聲溫柔，天天呼召，「信徒從我，免飄搖。」
2. 加利利海，主曾呼召，安得烈捨網投篙，
他將親族，家庭，業務，祗因愛主，盡棄拋。
3. 我眾愚蒙，主今呼召：「慕虛榮，虛榮難靠；
去絕浮華，回頭宜早，更加愛我，享靈交。」
4. 不論歡樂，或是煩惱；不論安逸或辛勞，
主常關顧，祂仍呼召，愛祂應比一切高。
5. 我今猶聞耶穌呼召；求使我，應主之招，
獻我身心，敬遵主道，事主愛主，永堅牢。阿們。
 獻

詩 

《求作遠象歌》(普天頌讚 374 首)
1. 求作我遠象，我心中主宰；萬事皆虛空，除我主以外。
主是我晝夜最美思想，清醒或睡眠恩 光仍照亮。
2. 求作我智慧，我心中真道；容我常就主，蒙主親引導；
主是我真父偉大慈愛，求住我心中作唯一主宰。
3. 不羨慕財富，和空虛稱讚，主是我現在和永遠嗣產；
主在我心中永居首位，天上大君王才是最珍貴。
4. 天上大君王，天上大輝光，得勝的喜樂，是我所渴望；
我心之中心南針是賴，仍作我遠象，管理的主宰。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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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 
《求主引我歌》(普天頌讚 596 首)
1. 主啊我屬祢，我聽祢慈聲，說明祢愛我厚恩；
但我更切望，信心倍加增，更能緊隨主腳跟。
2. 分別我為聖，專供祢驅馳，靠祢恩惠大權能；
使盼望堅定，心靈仰望祢，使我向主盡忠誠。
3. 我心何渴慕，靈交好時辰，施恩座前見我神；
俯伏主腳前，與主面對面，像密友暢敘歡欣。
4. 我仍在今世，未走完全程，難知主愛何其深；
直到在主懷，享平安福份，更有喜樂溢我魂。
副歌︰求主引我，引我親近主，近祢捨命十字架。
求主引我，引我，引我親近主，近祢流血肋旁下。阿們。

洗 禮 預 備 班
日期：2019年2月21日 – 4月11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午8時至9時30分
地點：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截止日期︰2019年2月10日
【凡決心準備受洗者，請先參加本期洗禮預備班，請向牧師登記，另外，
如教友欲參加堅信禮、轉會禮、兒童寄洗禮，請向牧師報名，如有任何
疑問，請向牧師查詢。】
主耶穌說：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請關心未受洗的家人親友，熱心帶
領他們受洗；請未受洗的朋友認真考慮，即決心受洗歸主。
洗禮的主要意義，是藉著洗禮歸入死，將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與祂
一同埋葬，然後藉著主復活，我們也與基督一同復活以後就與基督同活，
一舉一動都有新生的樣式（羅馬書六章）
。因此，選擇聖誕節受洗，實在
有著新生的意義。
本堂定於復活主日(4月21日)舉行成人洗禮、兒童洗禮、轉會禮及堅信
禮。洗禮預備班由牧師及同工主理講解信仰教義及加入教會有關問題。
依照本會規定，決心信主受洗加入教會者，須先經常參加主日崇拜一般
不少於一年，直到對信仰及教會，信徒會友代表有相當認識時，然後參
加洗禮班，使對信仰與教會更有系統的認識，再經主任牧師考驗志願、
信仰，及對聖經之知識等，認為滿意後，始由牧師施洗，並接納其為本
會教友。
凡決心準備聖誕節受洗或堅信者，請先參加本期洗禮預備班。如有特別
原因，或時間限制不能參加而又決心受洗者，請即與牧師洽商，臨時要
求洗禮者，恕難接納，敬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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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出席崇拜的嘉賓及新朋友，敬請留下通訊地址及電話以方便聯絡。
2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159 人，兒童 26 人。獻金總額：$12,786.40。
3 請參加成人區新春齊邁步遠足活動之弟兄姊妹 2 月 7 日星期四(年初三)
上午 9 時 30 分在大埔循道衞理小學集合，請穿著輕便服裝鞋履，自備
食水及個人所需物品。
4 新春單張：可自由於接待處索取，於新春期間派送給親友。
5 有關崇拜後禮堂椅子收放安排︰以顏色分類，疊起 8 張為一橦，椅背向
外，放禮堂兩側。
6 早晨祈禱閣：逢主日上午 9:30-9:50 於 G05 內舉行。
7 週六祈禱會：逢週六早上 7 時 45 分在幼稚園 A 翼禮堂舉行，鼓勵眾肢
體一同參與。
8 專車接送：本堂逢主日崇拜前上午 9:30 安排專車於富亨邨亨翠樓地下
幼稚園門口(近萬寧商店)接載長者往循小參加主日崇拜，並於崇拜後送
回亨翠樓地下。回程時間為中午 12:30（第一主日為中午 12 時正）。

~~~~~~~~~~~~~~~~~~~~~~~~~~~~~~~~~~~~~~~~~~~~~~~
感恩／代禱事項
1. 為農曆新年弟兄姊妹能在家庭和親友聚會中彰顯基督的愛禱告。求主
賜給我們屬天的愛心和勇氣、珍惜藉著在新年互相拜訪期間，有機會
讓更多家人親友認識接受主耶穌，感受我們在基督裡散發出的愛與關
懷。
2. 為本堂預備在復活節洗禮眾肢體禱告。求主的靈澆灌眾肢體，渴慕主、
願意好好預備心靈，參加洗禮預備班，順利接受聖洗禮，同蒙寶貴的
福氣。
3. 為大埔循小家長及學生福音工作禱告，求主帶領祝福家長小組、決志
家長信仰栽培及新推展家長福音研習聖經班的工作，讓更多家長認識
接受主耶穌。
4. 為流感在社區及學校肆虐禱告。求主保護我們，免我們受到流感病毒
侵害，竭止流感一再蔓延、看顧當中感染流感病患者，讓他們可得到
適當治療、早日痊癒、恢復健康。
5. 為香港求主賜愛心、公平、民主、人權等理念給特區政府官員，落實
以民為本，扶貧紓困，秉行公義，減少社會矛盾的施政，並賜恩予香
港的教會，回應社會需要，建設這城的生命質素。
「耶和華啊，願我的呼求達到 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話賜我悟性。」詩篇 11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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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 「家」 有糧
本堂一切經費，全靠主內同道熱心奉獻樂捐，
盼望主內同道亦增加奉獻，俾各種費用不致欠缺。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共收$140,748.20，
共支$ 196,733.45，不敷$55,985.25
承上年度結欠 21,796.85，

本期累積虧欠 $77,782.10。
期望同心為這個需要作出禱告並以信心回應︰作出額外的
奉獻。

讓我們回顧並數算上帝賜予各樣豐富的恩典，心被恩
感、樂意奉獻。

~~~~~~~~~~~~~~~~~~~~~~~~~~~~~~~~~~~~~~~~~~~~~~~

總議會通告
「屈膝寶座前——循道衞理會全教會祈禱會」
今天教會面對時代急劇轉變的挑戰很大，發展的需要很殷切，我們深
深感到要建立一個全教會性的祈禱平台（祈禱會）
，讓各堂的牧者和弟兄
姊妹可以聚集在一起，透過同心禱告來服侍和祝福教會，為教會眾牧者，
各項事工的推展，領受到的遠象，面臨的機遇和困難，在禱告裏帶到施
恩寶座前，祈求掌管萬事的主施恩、扶助，賜福和引導我們。這正如聖
經說：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自己，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
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節錄自歷代志下 7:14）
本會全教會祈禱會由本年起，逢單月最後一個主日舉行，首次聚
會因遷就台灣靜修考察團而改於二月三日（今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半，
在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廿二樓天空小禮堂舉行。我
們需要同工和弟兄姊妹為教會禱告。請你來與我們一起屈膝在寶座
前，尋求主的面，經歷祂的同在，恩典和祝福。
會長：林崇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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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大埔堂
二零一九年度堂區議會第一次會議記錄摘要
1.
2.
3.
4.

議決接納 2018 度財政結算。
議決接納繼續聘任顔裕龍會計事務所審核本堂 2018 年度財政。
議決接纳 2019 年度財政預算。
關於 2019 年度本堂委派代表及各專責小組成員應由何人擔任案。
經提名及投票後、議決選定下列 2018 年度本堂代表及各專責小組
成員~
九龍西聯區代表: 陳寶燕、李小霞、李秀燕、邱寳麗、黃煒霖。
總議會代表部代表: 趙惠儀、黎家駒、徐樂婷、張文瑛、李嘉齡。
後備: 劉志強、林敏怡。
香港循道衛理宗婦女聯會代表: 黃燕佳。
大埔堂堂區議會屬下常務小組: 主席、副主席、司庫、書記及選委
代表二位: 劉志強、廖樹梅。
教牧關係諮詢小組: 吳達明、趙惠儀、林敏怡、李嘉齡、陳妙冰、
廖樹梅。

5.
6.
7.
8.

節期活動工作统籌小组：麥靜嫻(召集人)、馮小碧、黃煒霖、葉偉祺。
大埔堂教育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趙惠儀(召集人)、黄燕佳、
陳妙冰、劉志強。
議決接納續用 2018 年之全年主題：
「回應主恩，靈命更新，積極裝
備，喜樂侍神。」，今年著力推行︰靈命更新。
議決接納 2019 年度本堂各部各區事工計劃。
議決接納成立小學牧區專款。
議決接納 本堂於 2019 年繼續於第三周崇拜中收取「重建國際禮拜堂暨
總議會大樓計劃」之奉獻。

9. 議決從慈惠款撥出每位$500.00 贈予本堂有經濟困難之長者。
10. 議決接納王華山宣教師之薪級點增加一點、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
六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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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九龍西聯區舉辦

大齋期蒙灰禮崇拜
日期：二０一九年三月六日（禮拜三）
時間：下午八時正
地點：九龍堂聖堂（油麻地加士居道四十號）
講員：郭文池博士（播道會神學院院長）
內容：詩歌默想、節期信息、禱告自省、蒙灰悔罪、平安共融
對象：有意藉蒙灰禮，投入大齋期四十日禁食祈禱之屬靈操練，
更新靈命之同工及弟兄姊妹
** 歡 迎 報 名 參 加 **

~~~~~~~~~~~~~~~~~~~~~~~~~~~~~~~~~~~~~~~~~~~~~~~
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計劃
快訊 (第 235 期)
1. 房間誌名奉獻計劃推出新房間認獻
有意認獻之弟兄姊妹請與其堂主任聯絡，或致電 25280186 與總議會辦
事處陳佩蓮女士聯絡，謝謝！
2. 凡曾認獻支持房間誌名、信心勇士、造磚者及生命樹計劃之弟兄姊妹，
歡迎致電 25280186 與總議會辦事處同工商約參觀有關牌匾，謝謝！
3. 衛斯理大樓籌款運動將於本年五月下旬結束
本會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
（即衞斯理大樓）之計劃，除動
用本會資產及儲備，預算由本會信徒及屬下單位籌募約二億四千萬
元，至今已籌得一億八千萬元。現特別呼籲弟兄姊妹在「衛斯理大樓」
籌款運動結束前，把握機會，按禱告酌定，以感恩之心，加力捐獻。
此最後之籌款階段除繼續有「造磚者」及「生命樹」計劃外，
「房間誌
名」方面則推出「聚沙成塔」計劃。本計劃乃將「房間誌名奉獻」尚
未被認獻之房間按原定之奉獻金額拆成多份，讓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參
與，以達至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之目的。詳情請留意下月初派發之單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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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2019「信仰分享大使」訓練班
主耶穌吩咐我們廣傳福音，你有回應嗎？
你懂得如何與人分享福音嗎？
分享信仰時應講甚麼內容？
為甚麼我邀請人返教會，他們總會拒絕我？
如果你想知道以上問題的解答，就應該盡快報名參加今年舉行的「信仰
分享大使」訓練班，因為這個訓練班能幫助你解答一切有關與人分享信
仰時的難題，以堅實的聖經基礎、符合本宗精神、實踐廣傳福音的使命。
專責小組於今年只開辦１次由本小組成員親自教授之「信仰分享大使訓
練班」
，現正接受報名，期望你能把握機會，學習倚靠藉聖靈的能力，以
謙卑的態度，用言語(Word)、行為(Deed)及具體標記(Sign)，不斷與人分
享耶穌基督的救恩，使家人、親友、同事及同學得着上帝的祝福。
日

時
地

對

期：2019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6 日（連續五個禮拜二）
（註：參加者若出席全部五次訓練及完成指定要求，可取得「信仰分享大
使」資格。）
間：下午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象：未接受訓練之弟兄姊妹及新受洗之會友、宣教同工、義務教士
及堂區領袖

費 用：每位$60（包括五次訓練講義及每堂茶點費用）
報 名：請於 2019 年 2 月 19 日（禮拜二）或以前將填妥之報名表格及費用，
並得堂主任簽署後，交予 貴堂同工轉交總議會辦事處。
查 詢：請致電 2528 0186／3725 4509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姜紫霞女士

※受訓為主作見證機會可貴

快報名參加※

--------------------------------------報名表格---------------------------------------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所屬堂會：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電子郵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洗日期：

堂主任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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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聚會一覽表
主日崇拜 ：主日上午10:00（每月第一主日舉行聖餐） 成人區 ：月會(隔月第四週六晚上7:30)
家長小組︰週四下午1:30 (小學)
兒童區
：(幼稚園至初小級)-主日上午10:00
青少年區 ：
長青區
：主日崇拜後至下午12:30
青年團契 (職青)－第一主日下午1:30
詩班練習 ：主日上午9:00-9:50
舞動心靈敬拜隊練習：週四晚上7:30
FIND團契 (大專至初職)－主日下午1:00
敬拜隊練習 ：週五晚上8:00
中學生團契 (高中)－主日上午11:30
圖書部開放 ：主日崇拜前15分鐘（其他時間自助借閱）
IG小組 (初中) 第二、四主日上午10:00
主日祈禱會 ：主日上午9:30 (小學)
烈風團契 (高小至初中)－週六下午2:30
週六晨禱會 ：週六上午7:45 (幼稚園)
基督女少年軍33分隊－週六下午2:30

3/2 顯現後第五主日
呼召的主‧被召的生命
耶利米記1:4-10、
路加福音4:21-30、
哥林多前書13:1-13
周冠宗神學生
趙惠儀

〈主日/節期〉

〈講員〉
〈主席〉

10/2 顯現後第六主日
同在的主
以賽亞書6:1-8、
路加福音5:1-11、
哥林多前書15:1-11
王華山宣教師
吳達明義務教士

陳淑貞
司徒廷峰

〈讀經〉
〈司琴〉

袁凱琪
洪卓寗

主 席

〈敬拜〉

敬拜隊

〈主題〉
〈經文〉

鄺惠冰(組長)、吳達明、鄭耀雄、
黃婉芬(組長)、何文堅、潘英華、
〈領導團〉
徐麗霞、陸樹德、陳淑貞。
郭碧娟、梁美蓉、楊燕娜。
〈開心組〉
廖樹梅
--〈兒童區幼班〉
余碧芬、吳 娟
麥鳳嫻、連瑞儀
〈兒童區初班〉
劉美荊、池敏嬋
陳寶燕、黃燕佳
〈兒童區高班〉
麥靜嫻、胡志榮
陳美華、楊惠芝
路得組
〈祈禱閣〉
以利亞組
黃志恒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
吳劍連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音響控制及錄音〉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每週由不同組員配搭
李偉賢、黃健文。
李偉賢、黃健文。
同工團隊
主
幹

任：鍾鳳霞牧師
事：余明思姑娘

宣教師：梁慧儀姑娘
實習神學生︰周冠宗先生

助理校牧：王華山宣教師

大埔堂 2019 年度堂區議會成員
主席：趙惠儀
副主席：黎家駒
司庫：余碧芬
書記：黃燕佳
部長：林敏怡(敬拜部)、趙惠儀(佈道部)、徐樂婷(栽培部)、麥靜嫻(服務部)、廖樹梅(關顧部)
區長：吳達明(金齡區)、黃秀音(成人區)、黃煒霖(青少年區)、李秀燕(兒童區)
信徒會友代表(11名)：李小霞、李嘉齡、周華耀、邱寳麗、張文瑛、陳妙冰、陳寶燕、馮小碧、
葉偉祺、 劉志強、蔡峰勝
辦公室及通訊地址：新界大埔富亨邨亨翠樓地下(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崇拜地點：新界大埔第九區棟樑路 10 號(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電郵：lc.tpo@methodist.org.hk
網址：http://tpo.method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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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663-2418
傳真：2660-7234

